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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神经网络与半分布式水文模型
相结合的缺资料区径流估计模型

———以莺落峡流域为例*

刘 双1,2) 谢正辉1)† 曾毓金1,2)
(1)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100029,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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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针对黑河上游莺落峡流域海拔较高区域降水缺测问题,基于半分布式水文模型TOPMODEL,利用神经网络

(ANN)融合海拔较高区模拟降水与流域稀疏站点观测作为降水输入计算产汇流,并利用粒子群优化算法进行参数全局

优化以同时率定TOPMODEL与ANN参数,从而构建基于 ANN与半分布式水文模型TOPMODEL相结合的径流估

计模型P-NN-TOP.利用1990—1995年莺落峡水文控制站观测日径流进行模型进行参数率定,利用1996—2000年的相

应观测进行模拟验证,并借助所发展模型P-NN-TOP对2001—2010年的日径流进行估计与分析.结果表明:在模型率

定和验证期,新发展的P-NN-TOP模型较其他模型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在观测站点稀疏情况下能较好地融合站点观测

和模式模拟信息;并在兼具输入数据可获取性的同时提高了径流模拟的精度.此外,结果还显示2001年为模拟与观测日

径流相关性的年突变点并从2004年开始明显降低,与上游水电站的开发使用在时间上基本一致,表明所发展的P-NN-
TOP模型能较为合理描述2001—2010年出山流量日变化,在探索径流估计新方法的同时也为类似流域的洪涝预警和

水资源调配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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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黑河流域上游的莺落峡流域是其主要产流

区,其出山流量估计对于流域水资源调配与管理具有

重要意义.水文模型被认为是径流估计的有效工具[1],
且在该流域得到广泛应用.这些模型包括半分布式水

文 模 型 TOPMODEL[2-3] 和 WEP-Heihe、改 进 的

PRMS、SWAT、VIC 以及 GBHM 等分布式水文模

型[4-8].模拟结果显示对月径流模拟较为满意,而非线

性水文响应的日径流模拟精度则有待提高.为此,部分

学者采用非线性捕捉能力较强的神经网络用于降雨径

流模拟[9-11],表明在大尺度干旱区神经网络的模拟性

能明显优于概念性模型[12-13].也有人构建基于神经网

络与概念型水文模型结合的杂交模型[14-16],显示其在

保持一定物理意义的基础上很好地提高了水文模拟

精度.
莺落峡水文控制站以上流域内只有2个气象观测

站点且处于流域海拔相对较低的位置,站网密度约为

5000km2·站-1,远稀疏于世界气象组织规定的站网

密度(1500km2·站-1)[17].其中气象站降水信息仅能

反映低海拔区域信息,而高海拔地区缺降水观测将影

响水文模拟精度[18].水文模型在缺资料区可以利用基

于站点信息插值得到感兴趣区域降水估计[19-20]进行

数值模拟,或是利用站点观测和雷达测雨的经验公式

得到更适合的降水估计[21],也可通过气候模式模拟进

行降雨表征[22].基于不同来源的降水对水文模拟有重

要影响[23-24].而同时融合站点和气候模式模拟的降水

来驱动流域水文模型在缺资料区进行径流估计的研究

还少见报道.
为了在莺落峡流域低海拔地区充分利用观测数据

且在高海拔缺资料区充分考虑降水的变化,本研究针

对降水资料缺测区发展了基于神经网络和半分布式水

文模型TOPMODEL相结合的径流估计模型.该模型

利用神经网络融合海拔较高区模拟降水与流域稀疏站

点降水作为降水输入计算产汇流,并利用粒子群优化

算法进行参数全局优化以同时率定TOPMODEL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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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网络模型参数.首先基于1990—1995年的莺落峡

观测日径流对模型进行参数率定,然后对1996—2000
年进行径流模拟验证与比较, 后基于所发展的模型

对2001—2010年进行径流估计与分析,从而探讨所

发展的径流估计模型在缺资料区的应用能力.
1 基于ANN和TOPMODEL相结合的

径流估计模型

根据缺资料流域气象站点稀疏且分布不均匀这一

特点,本研究提出利用神经网络融合稀疏站点降水和

高海拔地区模式模拟降水并与TOPMODEL进行单

向耦合的模型,以期在缺降水信息的条件下提高径流

估计的可靠性.
神经网络(artificialneuralnetwork,ANN)模拟

人类神经网络结构来构造人工神经元[25].模型拓扑结

构包括输入层、隐层和输出层.网络能学习和存贮大量

的输入-输出模式映射关系,而无需事前揭示描述这种

映射关系的数学方程,具备强大的信号分解与重组的

非线性处理能力,有利益于不同来源的降水信息的融

合以获取有效降水信息.对于产汇流计算,本文选用结

构 简 单 且 考 虑 地 形 分 布 的 半 分 布 式 水 文 模 型

TOPMODEL[26].由于对上游积雪融雪过程认识不够

清楚,为了避免引入更多不确定性,模型暂时不考虑这

一过程.

图1 P-NN-TOP模型结构示意

莺落峡流域气象站稀少且位置多处于低海拔地

区,而模式模拟降水量较观测偏大[22],所以很难准确

定量描述降水情况,后文也不再对降水做过多描述.为
了充分利用低海拔地区观测和高海拔地区模式模拟信

息,首先利用神经网络替换TOPMODEL降水输入接

口,直接融合站点和模拟数据再进行径流估计,文中定

义该模型为P-NN-TOP.如图1所示,神经网络直接

融合莺落峡流域内2个站点和周边4个站点(托勒、野
牛沟、张掖、祁连、民乐、肃南)的当日降水信息和区域

模式模拟的高海拔区域(海拔大于3500m)的平均降

水,然后再根据提取的流域地形等信息进行产汇流计

算, 终得到流域出口断面流量.该模型期望在降水缺

测流域能以神经网络的非线性融合能力充分利用多源

降水信息的同时又能通过水文模型保证具有物理意义

的产汇流过程.这与Boston等[27]对降水作预处理改

进TOPMODEL模拟效果的方式有所不同.它通过主

要利用非线性转换模型推算有效降水,再将降水输入

水文模型,换句话说降水的估计与水文模型模拟是独

立的两个步骤.而本文构建的模型属于单向耦合模型,
所有需要率定的物理参数和节点权重均根据优化算法

同时进行 优估计,目标函数计算均以出口流量为准.
为了进一步验证P-NN-TOP的模拟能力,本文比

较了Liu等[16]的方案即借助同化的思想,基于前期降

水和径流,利用神经网络在每个预报时刻及时更新初

始水位的估计,从而提高径流模拟精度,定义为 R-
NN-TOP模型.可以看出,相比此方法,本文提出的方

案仅采用当日降水信息并没用到观测径流,数据依赖

性较小,但是P-NN-TOP的模拟水平能否达到相当的

程度将在后文做详细讨论.
2 模型的构建、验证与应用

2.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 黑河是我国第二大内陆河

流,发源于我国青海省祁连县的祁连山区西南麓,流经

青海、甘肃和内蒙古3省(自治区),全长821km.黑河

流域西以黑山与疏勒河为界,东以大黄山与石羊河接

壤,南起祁连山分水岭,北到额济纳旗境内的居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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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介于98°00′~101°30′E、38°~40°N之间,面
积约12.87×104km2.黑河流域的地表水资源主要来

源于莺落峡以上的祁连山山区,以莺落峡水文站为出

山径流的观测控制站,流域的集水面积为10009km2,
年均出山径流量约16.05×108m3,年降水量为300~
700mm,该集水区为本文研究区域(图2).

使用的基础数据包括来自USGS的90m分辨率

的DEM 数据,来自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的

托勒、野牛沟、张掖、祁连、民乐、肃南的逐日降水数据

和莺落峡、祁连、肃南和扎马什克4站提供对应的蒸发

皿观测数据,来自黑河计划管理中心的黑河流域高分

辨率模式模拟降水数据[22],以及高分辨率大气强迫数

据 (ITPCASLSMforcingdata)[28], 终的流量过程

验证站点为莺落峡站.收集到的莺落峡观测日径流时

间范围为1990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月径

流时间范围为1990年1月—2010年12月.

图2 研究区概况(左为黑河流域,右为莺落峡集水区) 
2.2 试验设计 为了尽可能充分验证P-NN-TOP模

型在缺资料区径流估计的优势,在对该模型验证的同

时需要与其他模型(TOPMODEL,分布式陆面水文

模型CLM-RTM[28],R-NN-TOP)进行比较.不同模型

由于结构不同,需要的输入数据与相关设置也不同.为
了尽可能公平比较模型的优劣,本文需对不同模型作

相应调整.
所有模型模拟的时间步长以日计算,可调参数的

模型均采用粒子群优化算法[29]进行参数 优化.涉及

到神经网络方法的模型 R-NN-TOP和P-NN-TOP,
为了避免过拟合的情况,因此首先根据表1的时段进

行交叉验证,以满足模型结构和优化算法设置的合理

性[30].为了体现融合多源降水的优势,作为控制实验,
TOPMODEL采用2种不同的降水源(基于站点观测

和基于模式模拟的降水数据)作为降水输入分别计算,
文中定义为O-TOP和 M-TOP.其中基于站点的平均

降水根据站点、高程及泰森多边形方法计算,而基于模

式模拟的面降水则直接对模拟的网格降水做算术平

均.R-NN-TOP降水与 O-TOP一致,CLM-RTM 采

用ITP强迫数据经过空间插值得到的分辨率为830m
的网格降水,P-NN-TOP则是将6个站点信息(托勒、
野牛沟、张掖、祁连、民乐、肃南的逐日降水数据)和海

拔高于3500m的区域日平均降水同时作为模型输入

降水.模型所需的潜在蒸发用莺落峡、祁连、肃南和扎

马什克4站提供对应的蒸发皿观测数据的平均值代

替,地形指数和等流时线描述文件则通过DEM 数据

计算得到.此外,R-NN-TOP需要融合的前期径流数

据包括前两天的观测流量.R-NN-TOP和P-NN-TOP
中的神经网络均采用三层网络结构,隐含层节点数取

输入节点数的2倍,激活函数为Sigmoid函数,属于前

向网络.而CLM-RTM 采用CLM 新4.5版本的参

数化方案,其考虑较为详细的物理过程,计算耗时大,
产流以默认的参数计算,汇流模块采用Branstetter[31]
的网格汇流方法,其中速度参数通过率定得到.值得注

意的是,所有模型输入数据和模型参数都有所区别,可
能存在一定程度不公平性,而本文认为当所有模型参数

通过优化算法到达 优时,则模型具备可比性.
将正式 模 拟 的 时 段 分 为3段 进 行 模 拟,其 中

1990—1995年用以模型的参数率定,1996—2000年用

作模型的验证, 后基于P-NN-TOP模型对莺落峡流

域2001—2010年自然条件下的日径流进行模拟估计,
并借助统计方法进行分析以说明径流估计的合理性.

表1 交叉验证时段

时段 率定年份/验证年份

1 1991—1992/1993—1994
2 1993—1994/1995—1996
3 1995—1996/1997—1998
4 1997—1998/1999—2000
5 1999—2000/1991—1992

2.3 模型验证 采用多个指标对模型性能进行评价,
包括反映丰水期模拟效率的Nash-Sutcliffe效率系数

(NSE)[32],侧 重 反 映 枯 水 期 模 拟 效 果 的 log
(NSE)[33],用于反映时间变率的相关系数r,以及反映

误差的均方根误差RMSE.
首先需要对涉及神经网络方法的P-NN-TOP和

R-NN-TOP模型进行可靠性验证.可靠性验证采用的

是交叉验证方法,按照表1所示的率定和验证期对模

型进行多次率定与验证.同样对TOPMODEL进行交

叉验证,作为对照.如表2所示,率定期大部分模型的

NSE均达到0.7以上,验证期P-NN-TOP和R-NN-
TOP依然达到0.7左右,而 TOPMODEL却未能达

到0.6,表现出对干旱区模拟的不适性,较为合理,其
中O-TOP的模拟效果明显优于 M-TOP.这主要与模



 396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52卷 
型采用的降水源有关,M-TOP采用模式模拟降水,其对

流域日降水描述不能满足TOPMODEL日径流模拟的

需求.P-NN-TOP和 R-NN-TOP模型表现明显优于

TOPMODEL,其中R-NN-TOP对枯水期的模拟效果好

于P-NN-TOP.整体来看,经过交叉验证的P-NN-TOP
与R-NN-TOP模型结构与训练方法合理,能较好地模

拟莺落峡出口径流,其中2种借助神经网络方法改进的

降雨径流模拟方案均表现出较强的模拟优势.
表2 交叉验证的平均统计指标

模型
NSE log(NSE) r RMSE/mm

(率定期/验证期)
O-TOP 0.72/0.58 0.61/0.59 0.86/0.80 0.24/0.30
M-TOP 0.64/0.49 0.56/0.55 0.81/0.76 0.27/0.33

R-NN-TOP 0.79/0.71 0.81/0.80 0.88/0.84 0.18/0.22
P-NN-TOP 0.77/0.69 0.69/0.65 0.88/0.84 0.22/0.26
  因为模型参数包括神经网络权重和水文模型参

数,数量较大,因此 优参数值没有在文中列出.由表

3可以看出,对于长时段日径流模拟,R-NN-TOP表

现 好,P-NN-TOP略微次之,再次为 O-TOP和 M-
TOP, 差的是CLM4.5-RTM模型.TOPMODEL模

型在丰水期的表现远优于其在枯水期的表现.由于流

域冬季枯水期积雪过程的影响,降水与径流相关性降

低有关,可能会导致枯水期模拟较差.如图3所示,模
型对于涨水过程模拟较好,退水过程则存在陡降的情

况,而较大的峰值很难捕捉,仅有部分低峰值被较好地

模拟.但无论基于站点降水还是模式模拟降水驱动的

TOPMODEL,其效果均不如同时融合多个降水信息

源的P-NN-TOP模型.P-NN-TOP在低峰值时段模

拟效果较TOPMODEL有明显改善,但退水过程的模

拟仍会出现陡降的问题;R-NN-TOP由于动态更新初

始水位使得其在退水过程和低径流时段的模拟与观测

更加接近.P-NN-TOP与TOPMODEL在退水时段存

在同样问题,但P-NN-TOP融合了站点与模式模拟降

水信息使得其对某些低峰值时段的模拟得以改善.R-
NN-TOP虽然利用前期径流提高了退水模拟能力,但
对前期数据表现出较强依赖性.TOPMODEL、P-NN-
TOP和 R-NN-TOP均难以捕捉高峰值,这主要由

TOPMODEL产 流 机 制 与 实 际 情 况 的 差 异 所 致.
CLM4.5-RTM 模型模拟精度是 差的,但从气候模

式的角度来说,相关性能到达0.73说明其在日尺度的

模拟上还是具备一定潜力.值得注意的是,Sudheer
等[34]的研究表明,流域出口流量主要与前期的降水和

流量密切相关,R-NN-TOP方案则正是利用前期径流

动态更新水文模型初始含水状态使得模拟精度得以提

升.而P-NN-TOP是在采用模式结果作为输入之一,
可能一定程度上抵消了R-NN-TOP实时校正的优势,

并且无须借助前期观测流量,对数据的依赖性相对较

小.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本文对该模型在月尺度上进

行验证.表4和图4显示月径流的模拟效果均优于日

径流模拟效果且大多数效率系数高达0.8左右,这与

之前很多研究结果一致[4,6,9].其中P-NN-TOP表现

与R-NN-TOP相当且优于其他模型.总体来说,在日、
月径流模拟中,P-NN-TOP具备与 R-NN-TOP相当

的模拟能力,模拟效果明显优于其他模型,数据依赖性

小的特点使其更适合缺资料区径流的估计.
表3 长时段日径流模拟率定期与验证期结果

模型
NSE log(NSE) r RMSE/mm

(率定期/验证期)
O-TOP 0.65/0.60 0.55/0.40 0.82/0.80 0.30/0.33
M-TOP 0.61/0.53 0.49/0.33 0.80/0.77 0.34/0.36

CLM4.5-RTM 0.39/0.26 -1.08/-2.260.75/0.73 0.42/0.45
R-NN-TOP 0.80/0.70 0.74/0.80 0.89/0.89 0.21/0.28
P-NN-TOP 0.76/0.65 0.69/0.67 0.87/0.81 0.25/0.31

表4 长时段月径流模拟验证期结果

模型 NSE log(NSE) r RMSE/mm
O-TOP 0.75 0.74 0.94 6.80
M-TOP 0.83 0.56 0.95 1.20

CLM4.5-RTM 0.39 -1.34 0.97 10.60
R-NN-TOP 0.83 0.90 0.99 5.60
P-NN-TOP 0.84 0.83 0.94 5.50

2.4 模型应用 P-NN-TOP表现出与 R-NN-TOP
相当的模拟能力且更适合缺资料区,因此本文尝试应

用该模型估计研究区出口流量日变化.根据调查,自
2001年以来年来随着黑河上游梯级水电站的开发(表
5),可能会破坏资料日序列的一致性,因此观测径流不

能很好地反映日自然径流量.为了给水资源管理提供

更精准的参考,本文基于P-NN-TOP模型对莺落峡水

文断面2001—2010年自然条件下日径流量进行模拟

估计.由 此 得 到2001—2010年 自 然 条 件 下 日 径 流

过程.
表5 莺落峡流域水电站资料

水电站 总库存/亿m3 建成发电年份

黄藏寺 4.44 在建

宝瓶河 2.15 2012
三道湾 0.053 2009
大孤山 1.4 2009
二龙山 -- 2007
小孤山 0.014 2006

龙首二级 0.862 2004
龙首一级 0.131 2001

  如图5所示模型能很好地描述流量的季节变化,
枯水期则主要在10月至次年5月,丰水期主要集中在

6—9月,其中洪峰常出现在7、8月份,在2008和2009
年2个丰水年 高峰值可以达到600m3s-1左右.从
年际变化来看,2001—2009年莺落峡流域产流量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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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96—2000年验证期的日径流过程线 
时枯时丰,总的来说还是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后直

到2010年呈现略微降低的趋势.因为模型存在流量低

估的问题,所以实际的自然流量应该略大于模拟的自

然径流量,但整体的变化趋势应该与模拟结果大致一

致.然而由于观测日径流时间一致性遭到破坏,不能用

来衡量模拟的好坏,故为了说明估计结果的合理性,本
文首先通过2001—2010年的观测月径流数据在月尺

度上进行验证.
由图5可以看到,观测与模拟月径流的吻合度较

好,经统计得到2001—2010年月径流模拟与观测的

NSE系数到达0.79,相关系数则高达0.93,说明在月

尺度上模型表现出较为合理的约束性.进一步,结合观

测数据,本文分析了1990—2008年总共19年模拟与

观测日径流相关性的年际变化及其突变情况.图5显

示1990—2003年观测与模拟日径流的相关性呈现时

涨时落的状态,相关系数大致分布在0.81~0.89之

间,而相对于前14年,2004—2008年的相关性明显降

低,相关系数处于0.72~0.80之间,观测数据所反映

的日径流序列与上游实际日出口流量出现较大的时间

不一致情况.而基于 Mann-Kendall的日径流相关性

年突变检测[35],可以看到2001年出现了明显的突变,
随后在2004年下降的速度增加并在2007年达到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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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1996—2000年验证期的月径流过程线 
水平.尽管突变检测的样本较少,但仍能大致捕捉与相

关系数一致的变化特征.而这种变化恰好与2001年以

来黑河上游梯级水电站修建与运行情况在时间上基本

一致,体现了日径流估计的合理性.可以看出,在降水

缺测区,基于P-NN-TOP的模型能较合理地还原日尺

度自然径流变化.
3 结论

针对缺资料区黑河上游莺落峡流域海拔较高区域

降水观测缺测问题,本研究构建了基于半分布式水文

模型TOPMODEL与神经网络相结合的径流估计模

型.该模型利用神经网络融合海拔较高区模拟降水与

流域稀疏站点降水作为降水输入计算产汇流并基于

1990—1995年的莺落峡水文控制站观测日径流对P-
NN-TOP、TOPMODEL、R-NN-TOP以及 CLM4.5-
RTM等模型进行参数率定,然后对1996—2000年进

行数值模拟验证与模型比较, 后基于P-NN-TOP对

2001—2010年进行径流估计与分析.结果显示:在模

型率定和验证期,P-NN-TOP较其他模型表现出明显

的优势,在降水站点稀疏的情况下能较好地融合站点

观测和模式模拟信息,在权衡输入数据可获取性同时

提高了模拟精度.此外,P-NN-TOP对2001—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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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到下分别为日、月径流估计及模拟与观测日径流相关性的年际变化趋势与突变检测.
图5 2001—2010年莺落峡径流估计与验证 

的日流量估计在时间变率上具有一定合理性,其中模

拟流量和观测流量的相关性在2001年发生突变并在

2004年开始逐渐减弱,与上游系列水电站的开发时间

大致一致.因此,本文所发展的模型能较好地解决缺降

水区的径流估计问题,在探索降雨径流模拟新方法的

同时也为类似流域的洪涝预警和水资源调配提供一定

的方法支持.
然而,目前本文所发展的模型因为引入神经网络,

使得其参数数量变多、参数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为了

进一步理解与改进模型,下一步工作将着重于模型参

数敏感性、结构不确定性以及其对物理过程的解释,从
而为流域水文模拟提供更合理可靠的参考.

作者由衷感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熊喆副

研究员和四川农业大学徐精文副教授的支持以及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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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imationofstreamflowinungaugedbasinsusing
acombinedmodelofblack-boxmodelandsemi-distributed

model:casestudyintheYingluoxiawatershed

LIUShuang1,2) XIEZhenghui1) ZENGYujin1,2)
(1)InstituteofAtmosphericPhysics,ChineseAcademyofSciences,100029,Beijing,China;

2)UniversityofChineseAcademyofSciences,100029,Beijing,China)

Abstract Toestimatestreamflowinungaugedbasins,anintegratedschemeofartificialneuralnetwork
(ANN)andTOPMODELisproposed.ANNisusedtofuserainfalldatafromdifferentobservationstationsat
loweraltitudeareaswitharegionalclimatemodelforahigherregion.RainfallinputtoTOPMODELwas
directlyreplacedbyoutputofANN model.Generationandroutingofrunoffwereconformedtothe
TOPMODEL.ParticleSwarm Optimization wasadoptedforglobalparametercalibrationforthewhole
scheme.The Yingluoxia watershed wasusedtovalidateperformanceofthenew schemeinungauged
catchments.Observeddischargesfrom1990 1995and1996 2000wereusedformodelcalibrationand
validation,respectively.Naturaldischargesfrom2001 2010werethenestimatedandanalyzed.Compared
withTOPMODEL,R-NN-TOPandCLM4.5-RTM,theproposedschemecanbettertradeoffthepredictive
accuracyanddataavailabilityinsparserainfallsitessothatitsperformanceasindicatedbyseveralevaluation
indexeswas moresatisfactory,especiallyduringpeakfloodperiods.Moreover,reconstructeddischarge
hydrographfrom2001 2010showedreasonableincreasefrom2001 2009andaslightdecreaselater.Hence
integratedschemeofblack-boxmodelandsemi-distributedmodelmaybepromisinginsimilarwatersheds,to
providereferenceforfloodwarningandwaterresourcesmanagement.

Keywords ungaugedbasin;ANN;TOPMODEL;discharge


